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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居委会养老获赠遗产”既守卫公平又提供新思路
杨朝清

10多年前，江苏无锡市曹大
爷在弟弟妹妹见证下，和居委会
签订了《处理意见》，约定由居委
会按“五保户”待遇负责曹大爷生
活、养老至寿终，曹大爷动产及不
动产在其寿终后由居委会处置。
曹大爷去世不久，四个子女来到
居委会，要继承遗产。法院判决，
《处理意见》有效，曹大爷遗产归
居委会所有。

9月27日《人民法院报》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少
独居老人也有自己的苦与痛。由
于和妻子婚姻破裂，四个子女近
60年未看望和赡养他，让曹大爷
成为“独自凄凉乏人问”的“孤寡

老人”。在此背景下，曹大爷主动
选择和居委会签订遗赠抚养协
议，通过“自我救赎”的方式来解
决“老无所依”的困境。

一方面，居委会过往常年照
料他，让他愿意托付信任；另一方
面，曹大爷也期望通过这种交换，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更
有保障、更有品质。而居委会也
没有辜负曹大爷的期许，10多年
如一日悉心照料他，既彰显了社
会责任也体现了人文关怀，理应
得到应有的回报与激励。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传
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经有很大的
局限性，“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
也显得“慢了一拍”。不论是“邻

居继承一半财产”，还是“居委会
养老获赠遗产”，不仅为多元化解
决社会养老问题、缓解养老压力
提供了新思路，也倡导了尊老敬
老、互惠互助的传统道德和文明
风尚。

上百万元遗产全部归居委
会所有，不仅是对公平正义的守
卫，也具有鲜明、强烈的符号信
息，有助于塑造全社会积极助力
养老、实质养老的氛围。说到
底，当养老实现了社会化，父母
养老不再只依赖子女，而是有更
多自主选择权；当更多的集体组
织、公益机构和养老机构投身养
老事业，老年人才可能生活得更
加美好。

“吴××，通过网贷平台申请
1000元贷款多次提醒未处理，若
在24小时内未处理，……”从曾
经的吴姓同事网贷逾期至今的几
年间，类似这样催收贷款的短信，
福建的林先生已经收到了很多
条，且短信发件人号码时常变换，
难以识别和屏蔽。记者调查发
现，尽管网贷与自己并无关联，借
款人也未将自己设置为紧急联系
人，一些无关的“熟人”仍然受到
了被催收的困扰。

9月27日《工人日报》

自己根本没有向网贷平台申
请贷款，但是却接到了网贷平台
催收还款的电话或短信，很多人
开始肯定一头雾水，后来慢慢明
白了，原来是借款人的手机通讯
录里面有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
码，现在借款人的借款逾期了，所

以网贷平台把催收电话打到自己
这里来了。即便明白了自己为何
会接到催收电话，但仍旧不明白
自己没有借款，网贷公司却把催
收电话打给自己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一些催收短信和电
话不分时间，高频率发送和拨打，
给当事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严重干扰。而对于网贷公司来
说，无辜“联系人”所面临的困境，
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因为这样
可以间接向借款人施加压力，逼
迫他尽快还款。然而，仅仅因为
我们在某个借款人的手机通讯录
里，结果借款人逾期不还钱，我们
就成了被催收的对象，受到短信
和电话的无端骚扰，这显然是不
合理的。

岂止是不合理，而且这种催
收方式，也是违法的。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除了需要经过被收集者
同意外，还必须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网贷公司向非借款
人发送催收短信、拨打催收电话，
显然超过了合法、正当、必要的原
则。

一人欠款，亲朋好友都成为
催收的现象，无疑是一种“株
连”。若无辜“联系人”频繁收到
催收短信或电话，可保留有关证
据，如催收短信截图、催收电话
录音，必要时向中国互联网金融
举报信息平台投诉举报。

与此同时，除了金融从业
机构外，外包催收公司也应被
纳入行业自律的范围之中。行
业应通过责令整改、警示约谈、
公开通报批评、强制培训教育
等自律管理措施约束违规催收
行为，保证整个行业的良性和
健康发展。

宁波的王小姐花了520元，成为一
个名叫“男神女神如云”的公众号会员。
可是除了加了两个群以外，却没有参与
任何活动。她感觉自己被忽悠了，要求
退款，却一直没有回应。记者随后调查
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些。

9月27日《宁波晚报》

其实，“网络相亲”存在的问题由来已
久，从起初各种婚恋网站的雨后春笋，到
此后的婚恋公号的阔步前行，火急火燎的
发展也就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的尴尬了。

人们越来越忙碌了，越来越缺少了
“花前月下”的时间了。这个时候“网络
相亲”就成为了一种不错的生意。按说，

“网络相亲”也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婚恋方
式，其能够满足人们的婚恋诉求。但事
实上，不少“戏精式表演”已经成为“网络
相亲”的普遍现象。具体来说，有这样几
种方式。

其一，是婚恋机构“虚情假意”。一
些婚恋机构为了扩大会员，赚取费用，将
自己包装成了“诚信的月老”，而实际上
这个“诚信的月老”恰恰是“忽悠人的月
老”。将婚恋费用收了之后，就不再作
为，甚至是故意推脱，不过是用“虚情假
意”忽悠钱而已。

其二，是俊男靓女“花言巧语”。一些
网络婚恋平台上各种帅哥的照片、美女的
照片云集，而不少都是花钱雇来的，他们
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寻求爱情”，而是帮
助婚恋平台当“诱饵”，花言巧语都只有一
个目的，从婚恋机构领取“工资”。

其三，是虚假编制“爱情童话”。在
交友群里，戏精们说着甜言蜜语，说着山
盟海誓，只是为了拖住“寻找爱情的人”，
一次次收取服务费用，一次次欺骗善良
情感。媒体曝光的此类现象时常发生，
最终不知道多少人跌入甜蜜的陷阱里。

“网络相亲”，岂能让骗子们成为主
演？有关部门该净化“网络相亲”的空间
了！

街谈巷议

网贷催收岂能殃及无辜“联系人”
苑广阔

晚报评论邮箱：nbwbplpl@163.com

三江热议

“网络相亲”
岂能让乱象成为主演？
郝冬梅


